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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饮食养生
四原则

俗话说“三九补一冬，
来年无病痛”。立冬后适
当进补对于抵御严寒是有
好处的。

进补前先引补
立冬后进补应该给肠

胃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过
程，最好先做引补。比如性
质温和的花生红枣汤、生
姜炖牛肉等，以调整脾胃
功能。冬季喝热粥也是养
生的一个好选择。如小麦
粥有养心除烦的作用；芝
麻粥可益精养阴；萝卜粥
可消食化痰；茯苓粥可健
脾养胃；大枣粥可益气养阴。

多食温热  少食寒凉
寒冷的天气，适量增

加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并
增加蛋白质、脂肪及维生
素和矿物质的供给，以提
高肌体对低温的耐受力是
有利于健康的。传统养生
学将我们的日常食物分为
寒凉、温热、平性三大类。
冬季气候寒冷，应该多食
用一些具有温热性质的食
物，如糯米、高粱米、栗子、
大枣、核桃仁、桂圆、韭菜、
香菜、南瓜、生姜、羊肉、
牛肉等。

增加维生素 A、 C 的
摄取

增加维生素 A 和维生
素 C 的摄入可以增强对寒
冷的适应力，并对血管具
有良好的保护作用。维生
素 A 主要来自动物肝脏、
胡萝卜、深绿色蔬菜等，
维生素 C 则主要来自新鲜
水果和蔬菜。另外，辣椒
中含有辣椒素，生姜含有
芳香性挥发油，胡椒中含
胡椒碱，入冬多吃一些可
以增进食欲，还能促进血
液循环。

咸味入肾补益阴血
中 医 认 为 冬 季 对 应

人体的“肾”，而甜、酸、
苦、辣、咸五味中的咸入
肾，咸味有补益阴血等作
用。根据“秋冬养阴”“冬
季养肾”的原则，冬季可
适量多吃点咸味食品，如
海带、紫菜和海蜇等。

感冒时应该吃点啥
清淡的汤和粥。感冒

时，人的肠胃功能变差，
清淡的粥和汤相对易消化。

清蒸的鸡和鱼。人体
相对虚弱时，要注意优质
蛋白的补充。鸡肉和鱼肉
中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
基酸，且其蛋白质易于消
化吸收，能增强机体对感
冒病毒的抵抗力。

萝卜。萝卜中的萝卜
素对预防感冒及缓解感冒
时痰多等症状可能有一定
作用。

洋葱和大蒜。洋葱气
味辛辣，可抗寒，抵御感
冒，且具有一定的抑菌作
用。洋葱还能刺激胃、肠
及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
促进消化。大蒜内含有一
种叫“硫化丙烯”的辣素，
这种辣素对病原菌和寄生
虫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蜂蜜。其中含有多种
生物活性物质，能激发人
体的免疫功能，每日早晚
两次服用，可增强身体免
疫力，抵抗病毒侵袭。

本报讯 11 月 12 日，我县召开城市

社区两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动员会议，周密

部署全县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县

委副书记张新科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胡佑宏主持会议，政府副县

长薛占斌安排工作。

会议全文学习了《凤县城市社区两

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县委与双

石铺镇和凤州镇分别签订了换届工作责任

书，会议同时下发了相关文件。

张新科指出，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是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

“两委”换届工作，选好配强“两委”领

导班子，是加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基

层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相关镇和部门思

想认识一定要到位，要充分认识到今年社

区换届竞争激烈、情况复杂、组织难度大

等特点，高度重视、周密安排，确保社区

换届工作顺利开展。

张新科强调，社区两委会换届工作

的重点环节落实要到位，组织保障要到

位。要认真开展调查摸底，加强骨干培训，

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做实基础工作；要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做到“五推五不推”，

明确导向，选好、选对社区“两委”带头

人；要严格按选举程序开展工作，加强

资料整理收集，真正让社区群众依法参

与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之中；要

教育引导社区工作同志特别是参选同志，

做到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和正确对待选举

结果两个“正确对待”，顾全大局，做好

换届工作。相关镇和部门要加强换届工

作的组织领导，创造工作条件，高质量

完成换届选举任务，为推动凤县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刘鸿）

本报讯 近日，我县召开 2013

年度部分镇和县级部门纪委书记、

纪检组长述职评议大会。会上，7

名镇及部门纪委书记、纪检组长

向县纪委进行了述职，并接受了

76 名民主测评人员的评议。随后，

纪委领导现场宣布了评议结果。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曹乃生出席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开展纪委书记、

纪检组长向县纪委述职活动，主

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纪检干部队

伍自身建设，探索监督者接受监

督的有效方式。今后每年县纪委

都要选出一批纪检干部就履职情

况进行报告，要使这项工作真正

成为加强干部管理、发挥职能作

用的有力抓手。

曹乃生强调，纪检干部要认

清形势，增强履职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老虎苍蝇一起打”，做到

有察必查，有腐必惩，抓好作风

建设，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强化对权力的监管，破解治本之

策。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要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

为主要任务，用好约谈制度，做

好职能的转变。

曹乃生要求，全县纪检干部

要以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

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

准来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素质，

做合格的纪检监察干部。同时，

要重视政治学习，持之以恒贯彻

落实八项规定，坚持不懈抓好制

度创新和执行，尽职尽责，圆满

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幸福

凤县建设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何鹏 张祯）

本报讯 11 月 14 日至 15 日，我县

举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班，全县

各镇、各部门主管新闻宣传的领导和

宣传骨干，县外宣办、电视台、公众

信息网的全体工作人员共计 130 余人

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班是我县落实全国宣传

部长会议和省市宣传工作会议精神的

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加强新闻宣传

队伍建设，提升新闻从业人员整体素

质，引导新闻采编人员全面了解党的

新闻工作方针政策，正确认识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观的本质区别，

更加自觉地坚持党性原则，遵守党的

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恪守新闻职业

精神和职业道德，树立新闻工作者的

良好形象，开创凤县新闻宣传工作的

新局面，为建设幸福凤县提供强有力

的舆论支持。

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培训期

间，学员们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

基本内涵、新闻事业管理和新闻队伍

建设、新形势下怎样做个优秀的通讯

员和着力提高新形势下应对新媒体

的能力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学习，

均感到受益匪浅，表示要不断增强

做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行动自觉，

深入推进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的创新实践，不断提升新闻

宣传工作水平。

（何鹏）

本报讯 近日，县妇联推荐的唐藏镇

庞家河村戴芙蓉和平木镇烧锅庄村胡雪梅

在宝鸡市“西秦巧娘”民间手工艺品技能

大赛上获得佳绩，戴芙蓉获得剪纸类二等

奖，胡雪梅获刺绣类三等奖，两人均被授

予宝鸡市“西秦巧娘”手工艺品制作女能

手荣誉称号。            

此次宝鸡市“西秦巧娘”民间手工

艺品技能大赛共有 88 人参加刺绣、布艺、

剪纸、编织和泥面塑等六大类别的比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戴芙蓉的剪纸作品《福

寿图》以其独特的构思、精美的技艺受

到评委的赞誉，荣获宝鸡市“西秦巧娘”

民间手工艺品技能大赛剪纸类二等奖；

胡雪梅的刺绣作品《年年有余》也从众

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在比赛中荣获宝鸡

市“西秦巧娘”民间手工艺品技能大赛

刺绣类三等奖。              （何敏霞）

本报讯 日前，在由省委外宣办组织开

展的 2013 年全省优秀外宣出版物评估活动

中，我县报送的三项优秀外宣品获奖。据了

解，宝鸡共有 5 项优秀外宣品获奖，我县是

宝鸡地区外宣品获奖最多的县区。

此次评估活动历时半年，共设基础、

专题和电子出版物三个门类，分别设立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经过作品申报、

评委会初步筛选和专家集中评审，按照质

量至上，突出思想性、实用性、艺术性、

外向性等标准，从内容主题、版式制作、

外文翻译、设计包装等方面，对作品逐一

进行了全面评审。最终，从全省各地、各

部门报送的 236 件作品中，分门别类地评

出 85 件优秀外宣品，集中展现了近两年来

全省外宣品建设的丰硕成果。我县选送的

简介《水韵江南 七彩凤县》获得基础类二

等奖，地图《凤县旅游导览图》、画册《水

墨凤县 烟雨嘉陵》获得基础类三等奖。

据了解，为了发挥优秀外宣品的实际效

用，省委外宣办已与省图书馆签署关于外宣

出版物宣传推广的合作协议，在图书馆开设

陕西对外宣传品专架，对评选出的优秀外宣

品进行陈列展示，向读者提供开放阅览，以

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 

            （刘涛）

本报讯 近日，根据省

人社厅、财政厅有关文件

精神，从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陕西省对 60 周岁

以上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在国家每人

每月 55 元标准的基础上

增加 5 元补助，增加部分

由省财政负担。 

我县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各年龄段基础养老

金标准长期以来均高于省

市标准，本次调整后将由

每人每月 100 元、110 元、

120 元、130 元提高到每

人 每 月 105 元，115 元，

125 元，135 元。这也是

我县新农保和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

以来基础养老金的第四

次提升。

 ( 董小虎 )

本报讯 11 月 7 日，第十

四个记者节前夕，县广播电视

台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村

组开展问计于民活动，使全体

采编人员和群众共同度过了一

个有意义的记者节。

县广播电视台为了了解群

众对新开播的《百姓问政》栏

目的意见和建议，采编制作出

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高

质量节目，他们改变以往记者

节开座谈会的惯例，组织采编

人员走上街头，深入社区、走

村入户和群众谈心交友，以咨

询了解、问卷调查、开座谈会

等形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当日，该台工作人员先后到县

城中心广场、新建路社区和双

石铺镇十里店村，征求群众意

见建议 36 条，为进一步提高

节目质量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近年来，县广播

电视台立足实际，紧扣百姓关

切，开辟了《记者跑街》、《凤

眼观察》等一系列特色栏目，

拍摄百姓、报道基层，为百姓

利益呼吁呐喊，为政府行政建

言献策，曝光和解决了大量群众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被群众亲切的称为“老

百姓的电视台”。

（刘鸿）

本报讯 近日，我县梁明祥和王海波

等两名同志因在无偿献血方面做出的突出

贡献，荣获 2010-2011 年度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 

县疾控中心职工梁明祥是我县较早加

入无偿献血队伍中的一员，从 1996 年第

一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起，他已经义务献

血 26 次达 9600 毫升。而王海波也累计献

血量达 8400 毫升。据了解，为奖励贡献

突出的无偿献血者，卫计委、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等机构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无偿

献血表彰奖励大会”。“无偿献血奉献奖”

是该表彰大会设立的重要奖项，按照由高

到低的顺序分为金奖、银奖和铜奖三个等

级，分别奖励自愿无偿献血达 40 次 (8000

毫升 )、30 次 (6000 毫升 )、20 次 (4000

毫升 ) 的无偿献血者。

（童军）

本报讯 近日，我县各中心小学幼儿
园分别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冬季亲子趣
味运动会，两人三足跑、螃蟹跑、夹沙包、
八字连跳等 10 多项有趣比赛，让孩子们
和家长在活动中感受到了快乐与亲情，同

时也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和深化了“艺体
2+1”活动。图为，凤县唐藏镇中心幼儿
园的小朋友正与父母进行 “套彩圈” 的亲
子智能游戏比赛。

( 朱永杰 )

本报讯 11 月 18 日，县公安局

在县城召开赃物返还大会，将文物、

摩托车、自行车、手机、人民币等一

大批赃物、现金由警方移交到受害单

位和被盗群众手中。

今年 9 月以来，我县双石铺、留

凤关等地连续发生多起摩托车被盗

案，警方加大侦破力度，深入发案地

连续奋战数十天，打掉一个盗窃团伙，

7 辆被盗摩托车悉数追返回。犯罪嫌

疑人韦某针对不同受害人，多次采取

以介绍工作、介绍对象、谈恋爱等方

式作案多起，先后骗取受害群众大量

现金。犯罪嫌疑人习某，王某、祖某

等人多次在我县踩点，采取翻墙扭锁

等手段盗走国家三级文物铁钟一座，

磬三个，被警方在途中查获。今年以

来，我县警方共破获侵财类犯罪案件

65 起，为受害群众挽回损失 70 余万

元，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充分肯定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

                    ( 杨建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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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职工无偿献血获全国金奖

70 余万元被盗钱物还失主

两巧娘全市比赛获佳绩


